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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南通市城乡
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享受按副省长级
标准报销医疗费待遇离休干部胡兴
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 2
月21日14时12分逝世，享年98岁。

兹定于2021年2月23日12时，
在南通市天福园厚泽厅举行遗体送
别仪式。

特此讣告。

讣告

家属联系电话:13921611551

南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1年2月22日

遗失公告
▲曹友遗失中海宏洋（南通）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3200162350，发票号码：26725276，合
同备案号：K862M95FWFU97253，车位编
号：A195，金额：66000元，声明作废。
▲ 朱 慧 怡 （ 身 份 证 号 ：
320621199011126726）遗失南通市华昌房
地产有限公司开具的增值税普通发票1份，
发 票 代 码 ：3200172350 发 票 号 码 ：
12455455，声明作废。

▲章柳青遗失警官证，号码:062649，声明
作废。
▲南通金莱洋船舶配套有限公司遗失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成洪祥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具的
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032001900105，
号码：12599513，金额：235690.52元，同和嘉
苑31-1101（98.02平方米）,31-B149车库
（14.82平方米），声明作废。
▲成洪祥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 江 苏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032001900105，号码：12599512，金额：
205930.32元，同和嘉苑28-1408（84.49平
方米）,28-B230车库（11.79平方米），声明
作废。
▲成洪祥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公司开具
的 江 苏 增 值 税 普 通 发 票 ，代 码 ：
032001900105，号码：12599511，金额：
311125.17 元，同和嘉苑 28-1407（124.11
平方米）,28-B135车库（18.58平方米），声
明作废。
▲葛瑞建遗失江苏致豪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代码：
232061500100，号码：04140444，金额：
268195.78 元 ，世 濠 花 园 28- 1805,28-
B130,声明作废。
▲顾小兵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证号：
JY13206230060670,声明作废。
▲周洪英、成丙生（故）遗失南通天山置业有限
公司开具的江苏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
032001900105，号码 ：12599807，金额 ：
252934 元，同和嘉苑 29-1001（84.5 平方
米）,29-B104车库（12.9平方米），声明作废。

特别提醒！2020年11月3日起，本栏目内容现场办理地址迁移至南通报业传媒大厦（南通市世纪大道8号）1
楼窗口，南通市政务服务中心窗口自11月3日起停止办理相关业务。线上办理可微信搜索小程序“南通报业遗失
公告办理”，联系电话：0513-85118889。

线上办理
请扫码

抢抓“十四五”机遇的“八大举措”

一是以文化酒，拓展市场营销新天地。
创新缘文化理念体系、管理体系、传播体系，
实现缘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加
快“做酒向做文化”转型。全力打赢“四大战
役”，重点谋划好V系“十年百亿工程”，参
与头部竞争，抢占黄金赛道。

二是追求卓越，谋划运营管理新思路。
深化卓越绩效管理模式，推进组织变革、强
化精益管理、完善风控机制，提升治理水
平。按照卓越绩效“千分制”评分标准，在现
有基础上，管理再上新台阶。

三是以质取胜，创立产品品质新标杆。
采用酶工程技术、现代基因工程等方式，加
大创新成果转化效率，提高优品竞争力。构
建单粮醇厚型、多粮复合型和清雅酱香型特
色酿造。稳步推进南厂区技改项目，提高生

产能力，扩大贮酒规模。
四是紧扣政策，实现资本价值新增长。

充分利用财务资源与上市平台，结合资本和
投资工具，打造以“酒”“缘”为核心的产业投
资生态圈。

五是人才强企，创新人力管理新方法。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才培育体系，开
展人才能力评价，创新薪酬激励体系。落实

“十百千”精英人才引进计划。
六是两化融合，构建产业互联新平台。

将现代管理方法与云计算、物联网、5G、人
工智能等新技术进行结合，推动信息服务与
业务发展的深度融合。

七是党企融合，搭建党建管理新体系。
创建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先进性、示范性

项目，致力党建触角的有效延伸，逐步打造
党建标准化样板企业。

八是奋斗为本，建设幸福企业新样本。
从员工的根本利益出发，改革薪酬福利体
系，创新文化活动形式，更大程度将发展成
果与员工共享，打造幸福今世缘。

“四大战役”这样打

2021年是今世缘全面开启“发展高质
量，酒缘新跨越”的起步之年，必须因势而
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乘势而上。2021
年头版头条是坚决打好四大战役。

持续强化V系攻坚战。传递V9清雅
酱香与众不同的差异化价值、高端形象、文
化内涵。以V9作为动能引擎、辐射带动

V3上量为基本策略，锁定价格赛道、创新传
播策略、注重高端培育、拓宽特通渠道，精准
制定运营策略。

理性谋划开系提升战。四开大单品在
省内500元价格带实现领先，谋求在全国面

上突破。组织好四开焕新上市营销推广，通
过有序推行配额管理，积极推进控价分利，
确保取得实质成效。

用心组织今世缘品牌激活战。坚持“打
市场基础，做喜庆特色，拓日常消费”，全渠
道、多场景培育，更加重视对应价位档次商
务消费培育，带动家务喜庆消费。

全力打赢省外突破战。遵循“全面规
划，重点突破，周边辐射，梯次开发”拓展策
略，建立公司高管结对帮扶省外突破机制。
聚焦资源、精准市场投入，在板块市场数量和
质量上求突破；多措并举、优化主体结构，在
客户质量和数量上求突破；奋勇担当，抢抓分
化机遇，在完成任务时间节点上求突破。

顾祥悦：一步子行动胜过一打子纲领

公司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总经理
顾祥悦主持会议，并就落实大会精神提出
要求。

顾祥悦指出，“十四五”是今世缘的发
展机遇期，要抢抓机遇，以更高的站位，更大
的格局，更新的理念，更实的举措，高效推进
企业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一步子行动胜过
一打子纲领。要用心工作，高效工作，用情
工作，快乐工作。很多老员工对今世缘有很
深的情怀，希望这种情怀能够深植于全体今
世缘人的心中。希望全体员工继续以闯劲
拼劲韧劲，奋力谱写今世缘“十四五”开局之
年崭新篇章。 ·建国·

今世缘：擂响“开春鼓”吹响“集结号”
2月21日上午，今世缘酒业召开2021年工作大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素明作大会报告，动员公司上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省委书记娄勤俭视察为动力，抢抓消费升级新机遇，把握行业分化新动向，宣贯企业发展新追求，坚定信心、锐意
进取，奋力谱写“十四五”开局之年崭新篇章。

过去五年，面对白酒行业结构性快速复苏态势，今世缘牢牢把握发展大势，求真务实，开创了今世缘综合实力提升最快、市场拓展势头
最好、厂区面貌变化最大、员工受益最多的历史时期，形成了市场成长、管理卓越、生产精益、人心向上的良好局面。

周素明指出，“十四五”时期是今世缘发展关键期。必须全面把握宏观经济长期向好之“势”，主动抢抓行业深度分化之“利”，发展好来
之不易的良好态势，自觉遵循“543”酒缘大业发展方向，紧紧围绕“发展高质量，酒缘新跨越”的主题主线，牢牢把握“好中求快”的工作基
调，抢抓机遇，创新实干，“十四五”末，确保营收超百亿，在今世缘高质量跨越发展新征程上，再酿新辉煌，谱写新篇章。

本报讯（记者张亮 通讯员孙鼎）又
到开学季。20日，启东警方向家长、老
师发出提醒，提防网络骗局。如果班主
任突然在孩子班级群里发言，要求家长
赶紧扫二维码缴款，请务必当心！

民警介绍，此类骗局中，诈骗分子
有可能直接在QQ内搜索班级群的群
聊关键字，即出现大量公开的群聊信
息，如果该群没有设置相应的验证机

制，或者验证不严格，骗子冒充某学生
家长申请后即可入群。有些家长群对
运营安全较为松懈，班级群QQ号（老
师的微信号、QQ号、手机号）直接写在
黑板上或对外公开，给了不法分子可乘
之机。骗子进群后，伪装成学生家长添
加班主任QQ或微信，通常会备注为

“xxx学生父亲/母亲”，然后潜水观察
班主任的活动规律，找机会将自己的头

像换成下载好的班主任头像，并修改备
注名。诈骗分子利用班主任上课、休息
的时间下手，发布假的收费通知，催促
家长及时通过二维码缴费，利用时间
差，让真老师不能及时发现。

骗子的套路防不胜防，警方提醒老
师、家长，不要轻易对外公布班级群、不
要轻易拉人入群、不要轻信转账要求。
各班主任可对本班级的群成员身份进行

核查，对身份存疑的尽快清除出群，并启动
入群验证功能，避免陌生人随意加入班级
QQ群、微信群。如遇班主任在群内收费的
情况，学生家长应先核查群内是否有两个
班主任头像（微信、QQ头像和昵称是可以
随时更改的），如果有，基本可以确定是骗
子。学生家长还可以通过向学校或班主任
直接打电话、发短信，或者等孩子放学回来
后再确认缴费事宜，避免被骗。

本报讯（记者李彤）2021年度全国会计专业技
术中级资格考试定于9月举行。记者昨天从市财政
局获悉，具体考试安排已经出炉，网上报名时间3月
15日至31日，初次提交审核资料时间截至3月30
日24时，考试全部采取无纸化形式进行。

同往年相比，中级资格考试科目未发生变化。
所不同的是，今年的全国中级会计统考时间略有提
前，定为9月4日至6日。

今年将全部实行线上审核，审核时间为2021年
3月15日至31日18时，不再设置现场审核点，另外
2020年参加过中级资格考试的报考人员（跨省考生
除外），今年无须再进行资格审核。

考虑到疫情防控常态化需要，从今年开始，省财
政厅将采取统一邮寄到付的方式将考试合格证书送
达考生。市财政局会计处负责人提醒，为确保证书
能够准确无误送达，建议考生在填写地址时，务必准
确填写常住地地址和联系方式，相关信息也可关注
各级财政部门官网。

本报讯（通讯员万海峰 古林 记者王玮丽）“1
元起拍，赶紧捡漏！”经过南通中院官方微信春节期
间的推介，18日至19日,如皋市人民法院对一批玉
石进行司法拍卖，引来各路网友围观。截至目前，18
日开工首日已开拍的同一展品批次30件玉石标的
成交率100%，成交金额66900元。

今年春节期间，南通中院采用“先推介、再拍卖”
的司法网拍新“玩法”，推出“春网”系列活动。七天
里，南通法院共推出房产、纺织品、机器设备、玉饰配
件等拍品51件，总价值9546万余元，相关页面综合
阅读量近3万次。

宣传推介线上进行，直播看样同样线上展开。2
月17日上午9点30分，南通中院对位于南通开发区
优山美地名邸的20余套住宅进行直播看样，带领网
友线上了解拍品情况，不少网友在观看直播中表达
出参与竞拍的意愿。

司法网拍不打烊，为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时
刻在线。今后，南通法院将积极尝试更多网拍新模
式，为打造南通网拍品牌持续发力。

本报讯（通讯员窦保国 记者蒋娇娇）18日，一
支由执法队员、社区工作者和高空施工人员共20人
组成的联合拆违队伍，开始对市区城南二村171幢
楼顶上一处面积约70平方米的违法建筑实施帮拆
作业，这是文峰街道办事处在牛年新春开启的违建

“第一拆”，也是办事处自成立老旧小区改造工作组
以来实施的首起拆违案例。

春节前，文峰街道对被列入2021年改造计划的
四个老旧小区进行全面部署，并于2月4日成立了工
作组，各小组成员采取夜间入户登记、宣传、签约等
方式动员广大业主配合政府实施的改造工程。

春节假日期间，为使入户思想工作不间断，街道
综合行政执法局则临时组建了老小区改造先锋突击
队，大年初一，突击队开展了入户拜年和政策宣贯工
作。整个牛年春节期间，部分住户在强大的政策攻
心下，签约同意帮拆。节后上班第一个工作日，街道
及组织有关部门在城南二村内拉开了拆违序幕。

窗外，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窗内，
一片静谧、书香氤氲。昨日，记者走进

“濠西书苑”城市书房，探访这座刚刚
试运营的“城市阅读新空间”。

将濠河水等元素融入设计

走进书房，四周均是透明落地玻
璃，十分通透，内部区域以深色色调为
主，呈现出沉稳内敛的空间感受。中
间为环岛形咖啡吧，右侧为阶梯形阅
览区域，坐在书房一侧，亭台小榭、波
光粼粼的濠河美景尽收眼底。头顶灯
采用13000根蓝白两色亚克力灯棒
组成书海繁星图案，象征着照耀读书
人的“灯塔”。

濠西书苑运营执行宋亚军介绍，
作为环濠河博物馆群的一部分，整个

“濠西书苑”城市书房的建设花费了一
番心思。曲线型的书架设计中融入濠
河水的元素，丰富了陈列空间。“除了
半个月上新一次的书籍，书架上还摆
放了有着江海文化特色的文创产品。
在电子化阅读的时代，这些元素可以
提升阅读体验，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

书房阅览纸质书籍。”

与市图书馆资源共享

“濠西书苑”城市书房位于濠河西
北侧五亭映月景区内，分A、B、C三
馆，总建筑面积约1200平方米，目前
仅开放中间区域的主馆，场馆计划上
架书籍7000余册，内容偏重于文学、
历史、地理、名人传记等类型，设有咖
啡吧、阅读区、阶梯形阅览等区域，并
配备自助开门、自助借还机等设备，是
一家与市图书馆资源共享的现代化城
市书房。书房与市图书馆实行“通借
通还”政策，提升了市民的阅读体验。

目前，“濠西书苑”城市书房还处
于试运营阶段，开放时间仅为上午10
点至下午5点，以后营业时间会逐步
延长。借书需凭读者证、身份证或手
机电子阅读证，读者证可以现场办
理。针对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况，现阶
段市民需要出示健康码入馆，并正确
佩戴好口罩。今年86岁高龄的黄小
慈老人热爱读书，在女儿的陪伴下第
三次打卡“濠西书苑”城市书房。老人

年轻时从事科研工作，爱好纪实、文化、旅
游方面的书籍，平时也爱去市图书馆，在
报纸上看到离家不远的濠西书苑有家新
开的书房，感到很高兴。“看书是一种享
受，可以陶冶情操。”

将不定期举行读书分享会

据了解，整个“濠西书苑”城市书房区
域将预计于5月份正式开放运营，目前未
开放的B馆和C馆届时也会向市民开放。
B馆约占地300平方米，设计更加现代化，
室内布局呈现L形；C馆分上下两层，主要
打造成亲子互动和培训区域，整体以浅色
木纹为主，在开放后会不定期举行读书分
享会等活动。“原来的濠西书苑偏向社区
化，以后将往年轻化、时尚化发展，将知识
贯穿于文化活动中。”宋亚军说。

“如何建设书香南通，让阅读成为一
种生活方式，值得思考和探索。”宋亚军表
示，在风景秀丽的濠河景区中，濠西书苑
将会是一座传承南通文化以及提升精神
品质的文化殿堂。

本报记者 蒋娇娇
本报实习生 凌雅娴 顾伊凡

骗子冒充班主任收费，警方提醒：

开学季，提防网络骗局

濠河畔新添一处濠河畔新添一处““阅读新空间阅读新空间””——

城市书房，让书香融入生活

2021中级会计统考时间提前
网上报名时间为3月15日至31日

南通法院春节网拍不打烊
30件玉石1元起拍，成交额近七万

文峰街道推进老旧小区改造
开启新年违建“第一拆”

濠河流淌千年，是滋润江海文
化的母亲河，沿岸散落了博物苑、文
峰塔、纺织博物馆、濠西书苑等充满
历史和人文底蕴的建筑。

文化是一个城市生命力、创造
力与凝聚力的所在，作为展现南通
历史文化的窗口，濠河景观文化提
升工程把更多的地方特色融入景区
建设中，形成自己的文化身份标识，
唤醒南通人的家园记忆。

而城市书房，则是城市的“文化
灯塔”。这座灯塔，点燃的不仅仅是
市民畅游书海的习惯，更是催生市
民慎独、自律与文明的火花。它让
不同年龄、职业的人开始享受书本
阅读的乐趣，在阅读中与自己对话，
与流淌的历史、人文对视。在美丽
精致的濠河畔，城市的文化底蕴与
市民的文明素养正在慢慢升腾。

·蒋娇娇·

让“文化灯塔”点亮城市

▶ 短 评


